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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2.1 2.7 2.0 3.0 2.2 2.0 2.2 1.7 2.2 1.5 3.2 3.0

海口 0.5 1.8 1.7 0.6 1.1 1.5 0.8 1.0
三亚 0.6 1.8 0.5 1.0 1.0 0.5 0.2 1.0 1.3 2.0 1.2
儋州 1.7 2.1 1.8 2.1 1.3 2.0 1.5 1.0 0.6 1.0
琼海 1.4 1.3 1.3 1.2 1.2 1.0 1.1 1.3 2.5 1.0

本报金江5月24日电 （记者李佳飞 特
约记者陈超）中国（福山）芭蕉交易中心今天
上午在澄迈县福山镇正式挂牌，该中心将建
中国蕉类农产品综合服务一体化交易平台
及产品定价、价格指数发布中心，把握定价
权，服务“三农”。

据介绍，目前我国蕉类农产品从农田到分
销市场（甚至客户餐桌）的整个流通供应链上，
存在着大量批发、转批环节，而整个供应链上的
不同环节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蕉类农产品的
流通环节管理水平较低，信息化的程度也低，使
得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成了难题。

对此，中国（福山）芭蕉交易中心将提高
蕉类农产品产销环节信息透明度，提高市场
信息尤其是价格信息的传递效率，提高社会
资源投资蕉类农产品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
上建立产品质量控溯源体系，建立标准化分
级体系，并精选优质产品，打造全新的蕉类
农产品高端品牌，将海南蕉类农产品进一步
做强做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福山）芭蕉交易中
心采用先进的二维码（甚至RFID）、电子商
务、网络交易及云计算服务等信息化技术，把
我省历年来蕉类种植面积、品种、产量、价格
的大数据进行了收集，并整合了现有种植户、
企业、各级经销商、物流配送企业、增值服务
企业的信息，最终将构建能够与国际市场接
轨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

把握定价权服务“三农”

中国（福山）芭蕉交易
中心挂牌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吴清洲 林先锋）荔香阵阵惹人醉，鲜荔滴滴
沁人心。海口市第六届荔枝交易会将于5月
27日在琼山区三门坡镇拉开帷幕。据悉，今年
活动的主题为“琼台复兴，魅力琼山”，届时市民
和游客可以亲手采摘、品尝荔枝。

据了解，目前琼山荔枝的主要品种有妃子
笑、白糖罂、紫娘喜、大丁香等6种，其中妃子笑
的种植面积高达8成。这里的荔枝以其成熟
早、口感质嫩、甜度适宜、富硒富锗等特点，深受
广大消费者青睐，产品远销全国18个省市，部
分还出口欧美等国家。

本届交易会将分别举行开幕仪式、经贸签
约、“荔枝王”擂台赛和拍卖、精准扶贫倡议、荔
枝美食品鉴、琼山农产品系列电商预售活动、琼
台复兴推介文化长廊、“六一”亲子活动系列乡
村游等活动，丰富多彩，亮点纷呈。

据琼山区农林服务中心园艺师梁振强介
绍，受今年的低温阴雨天气影响，全国各地荔
枝的花期均普遍推迟，海南本地荔枝的座果率
并不高。为尽量挽回自然灾害上的损失，农业
部、省农业厅等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到田间地头
给种植户实地培训，积极开展找市场、寻销路、
签订单等促销活动，在全面落实瓜菜产销订单
的同时，拓宽荔枝销路。

此外，琼山区已和苏宁、京东、淘宝、1号店
等大型电商平台及多家微商平台达成合作，多
家农户的荔枝将在这些平台上展示、销售。

截至5月23日，海口市已落实今年荔枝订
单签约和订单合同量3.2万吨。其中，琼山区
落实荔枝专项订单265宗，签约总量2.17万吨，
签约金额2.6亿元，占全市总签约量的68%。

海口市第六届荔枝交易会后天开幕

到三门坡猛啖鲜荔

5月24日下午，在海口市海府路老省委大院小区的临时直销点，志愿者们正在帮助文昌瓜农售卖滞销西瓜，运来的
750个西瓜不到20分钟便被销售一空。据了解，文昌铺前镇林梧地区7000亩西瓜滞销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关注。对此，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统一对接瓜农进行采购，从种植基地采购滞销西瓜并经过监测合格后，平价提供给市民消暑，在人群集
中的地方设立22个临时直销点，同时，旗下63个平价菜销售点开辟“爱心瓜”销售专区。此外，海口交警、农业、商务等多
部门密切联动，通过开启绿色通道，增设临时直销点等多种途径，帮助瓜农拓宽销路，破解卖瓜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口：
志愿者帮忙卖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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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四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暨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6月8日上午9:00

6月8日-11日

6月3日-7月8日

6月7日

6月8日-11日晚上

6月8日-11日

开幕式

2016海南乡村美食及旅游商品展销会

2016定安乡村旅游季：
线路一：访古寻幽之旅——中国历史名村高林村、尚书故里龙梅村、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定城镇、江南水乡高龙村（西瓜等采摘、混水摸鱼、垂钓）、飞禽世
界、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线路二：问道养生之旅——文笔峰、南丽湖（野趣湖钓）、黄竹乡村理想农
家乐（采茶制茶、荔枝采摘、混水摸鱼、垂钓）、白塘村委会奇石村（莲雾采摘）、
黄竹农家戏趣园（荔枝采摘、看戏）、包蜜园村（荔枝采摘）、万嘉果热带植物园。

线路三：瞻红踏青之旅——龙门久温塘冷泉、岭口皇坡村、翰林亚洲榕树
王、母瑞山革命根据地（骑行、露营）。

“味道定安”精品特产店开张启动仪式

琼剧等民俗文化演出

举办新马泰游等抽奖活动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海口国贸大润发超市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66月月 88日—日—1111日日，，定安将开通海定安将开通海
口火车东站—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口火车东站—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免费大巴免费大巴。。

生态定安 美食天堂

原料产自富硒土地、互联网带旺销售

定安粽子 以“硒”为贵
端阳未至，粽子先行。在海南，说

到粽子则不得不提定安粽子。定安粽
子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备
受消费者青睐，目前全县粽子生产企
业订单已突破200万个。

小小的定安粽子乃至定安美食，
缘何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让“吃货”们
趋之若鹜？这要从“硒”说起。

“硒”从天降
中国是缺硒大国，富硒土壤在我

国极其珍贵。
打开定安县富硒土壤的版图，会让

人吃惊，在定安总面积共1189平方公
里的土地中，大自然就赐予了近600平
方公里的富硒土地，是我省富硒资源最
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
定安富硒土壤所产农产品中的硒元素，

经省地质调查院抽样检测含量适中，
恰好在人体吸收值的最佳范围内。

众所周知的定安大米、柊叶等均
源于这片富硒土壤的孕育。这些都是
定安粽子的原材料，再与定安黑猪肉、
富硒红泥咸鸭蛋搭配，使得定安粽子
口感软绵、浓香、油而不腻，深受广大
消费者喜爱。

富硒食材、良好品质加上节庆的
带动，定安粽子成为了老百姓餐桌上
的“新贵”。统计数据显示，定安粽子
的销售量从2010年100万个增长到
2015年800多万个，销售额突破亿元
大关，创历史新高。

以“硒”为贵
近年来，定安农副产品品牌越来越

多：定安粽子、定安黑猪、定安鹅成功注

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定安大米获
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一枚富硒咸鸭蛋2元，一公斤富
硒香米卖到30元，一个富硒粽子从原
先的8元卖到现在的15元……定安
的富硒农副产品就是如此“任性”。富

“硒”的农副产品以其品质成为品牌，
一跃成为了百姓的“硒世珍宝”。

良好的经济效益使得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富硒产业上快马加鞭，
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各个企业也加入
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商标注
册和实施项目建设等工作中来，目前，
定安全县涉农注册商标达218个。

“硒”望无限
“订单一个接一个，忙得不可开

交。”在定安县黄竹镇上，农户杨传娥

正在腌制咸鸭蛋。杨传娥用精心调制
好的富硒红土泥裹住鸭蛋，然后放入
缸内密封腌制20天-30天后，便形成
咸香浓郁的富硒红泥咸鸭蛋。

定安富硒农产品名声鹊起，返乡大
学生、青年创业者也看准了其中的商
机，利用微信、淘宝等网络平台进行营
销。电商推广不仅带领定安富硒产业

“走出去”，反过来也增加了定安富硒
农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了解并认可了定安的富硒农产品。

定安粽子的品牌效应，只是定安
打造富硒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定安大力培育富硒产品，打造出了富
硒大米等一批质优价高的农副产品品
牌，以“富硒”产品拓宽农民增收的“富
路”，让这片沉寂多年的富硒土地焕发
了生机。 （洪宝光 陈红艳）

本报文城 5月 24日电（记者刘
笑非 况昌勋 通讯员黄兹志）文昌
市铺前镇林梧地区西瓜出现价低滞
销现象，文昌市、省农业厅积极应
对，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文昌铺前
镇西瓜销售情况出现好转。今日，
西瓜收购价格最高已经超过每公斤
2元，全天共有 3240吨西瓜顺利销
售。目前，全镇已有近3000亩西瓜
顺利找到了买家，还剩下约 4600

亩、共计 20000 余吨西瓜待售。而
随着各方对其关注度的上升，铺前
镇西瓜收购价格也逐步回暖，稳定
在每公斤2元左右。

5月11日之后，文昌市西瓜收购
价格快速下降，从每公斤2元左右，
下降到 5 月 22 日-23 日的每公斤
0.4-0.6元左右。省农业厅分析，西
瓜价跌主要原因是受去年寒潮影响，
文昌市西瓜放苗时间延后半个月，导

致和山东、广西等内地西瓜同期上
市，加之运输成本高，竞争力不足，造
成销售困难；前段时间文昌西瓜的主
销区湖北、广东等地连降暴雨，气温
降低，造成市场需求不足；此外，我省
的西瓜收获已进入尾声，大部分的西
瓜收购商已转移到外省收购，造成收
购能力不足。

文昌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农业厅
高度重视文昌西瓜卖难问题，成立促

进西瓜销售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积极
和运销大户对接，动员15户各运销
企业和运销大户到林梧村委会进行
西瓜收购。文昌市还和海口市菜篮
子公司对接，帮助消化部分西瓜，目
前家乐福、大润发等超市均在文昌市
采购西瓜。省农业厅也立即动员19
个驻省外办事处发动全国大型农产
品批发市场的经销商，以及省内西瓜
运销企业、大型超市与文昌市铺前镇

西瓜种植大户做好销售对接，确保存
量西瓜及时销往岛外或省内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

此外，文昌市政府在积极为西
瓜找销路的同时，还出台补贴政策，
对收购西瓜运输出岛车辆进行补
贴，20 吨以下每车补贴 700 元、20
吨至 29 吨补贴 1000 元、30 吨以上
每车将获1300元补贴，以刺激西瓜
收购。

文昌铺前近3000亩西瓜找到买家
仍有2万余吨西瓜待售，价格稳定在每公斤2元左右

本报那大5月24日电（记者易宗
平）今天，以生产粽子为主的儋州那大稻
香美食品厂开张，这标志着该市粽子产
业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当日，为有效
延伸专业化产销链，该厂与海南国朝粽
子产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
产销分工，该厂生产的“稻糯鲜”粽子可
迅速远销到北京、河南等省外大市场。

两企业合作延伸粽子产销链

产销分工推动
儋州粽子“出省”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孙
婧）5月25日，在文昌田地滞销的10
万斤西瓜将出现在三亚街头。从5月
25日到6月1日，在三亚街头的执勤
交警和环卫工人，可以前往“水果岛”
体验店，人均免费领取一个西瓜。据
悉，这是三亚本土水果销售平台“水果
岛”开展爱心助农活动的一个侧影。

5月23日，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高层从媒体获悉文昌超万亩西
瓜严重滞销、瓜农损失惨重的消息后，
决定以首批采购10万斤无籽西瓜。

该公司总经理罗鸿鹄表示，爱心
采购的西瓜将对三亚环卫工人和执勤
交警免费提供人均一个，“三亚特别
热，在街头工作的环卫工人和交警也
很辛苦，所以从25日开始，水果岛将
开始免费向三亚的环卫工人和执勤交
警提供西瓜。”据悉，这项爱心活动从
5月25日到6月1日止。

此外，水果岛还开展认购西瓜活
动。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0到15斤，
爱心人士可以通过水果岛团购网页下
单，每斤0.99元，或者可以前往水果
岛体验店购买，10元1个。“目前海口
方面已经订了3000个西瓜，而三亚也
订了近4000个西瓜，订单还在增加。”
罗鸿鹄说。

三亚水果企业
购买10万斤西瓜
交警及环卫工人可免费领西瓜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罗
霞）近日，省食药监局制定相关指导
意见规范食用农产品销售监管，指出
食用农产品销售无需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食用农产品网络销售无需审查
《食品经营许可证》。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销售
食用农产品依法不需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不得为单一从事食用农产
品销售的经营者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但是，食用农产品与依法需
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食品
同时经营的食品经营者，必须依法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属于食
用农产品的产品包括：如通过农
业活动直接获得的保持原自然形
态的生鲜食用农产品。如谷科产
品、瓜果、蔬菜、食用菇等菌类、猪
牛羊鸡鸭鹅等畜禽类、水产品类；
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可食用副

产品，如自然蜂蜜、奶类产品、蛋
类产品 、附 生 菌 等 食 用 微 生 物
产品等。不属于食用农产品的
产品包括：两种及以上食用农产
品经过混合加工，已改变其基本
自然性状与成分的产品，如肉丸、
鱼丸等。

我省规范食用农产品销售监管

瓜果蛋类销售无需办食品经营许可


